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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力压裂技术是一种重要的油气井增产、增注措施, 已经广泛应用于页岩油气等非常规资源的商业开采
中. 目前对于粉质黏土水合物沉积物的水力压裂成缝能力尚不清楚. 本文采用南海水合物沉积层的粉质黏土制
备沉积物试样, 并与实验室配制的粉细砂土沉积物对比, 分析粉质黏土沉积物的水力成缝能力及主控因素. 实验
结果表明含水合物和冰的沉积物破裂压力较高, 这与粉质黏土沉积物特殊的应力 − 应变特征和渗透性有关. 当
沉积物应变高于 6%时, 试样强度迅速上升, 呈现应变强化的特征, 对水力拉伸裂缝的扩展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粉质黏土沉积物粒径细小, 渗透性差, 难以通过渗透作用传递压力, 提高了沉积层的破裂压力. 此外, 粉质黏土水
合物沉积层裂缝扩展存在明显延迟效应, 说明裂缝扩展受到流体压力和热应力的共同影响. 适当延长注入时间,
保持流体与沉积层充分接触, 会起到分解水合物、降低破裂压力的作用. 该研究成果有利于深入理解水力裂缝
在水合物沉积层中的扩展规律, 对探索压裂技术在水合物沉积层开发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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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draulic fracturing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oil and gas well stimulation measure, which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unconventional resources such as shale oil and gas. The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ydraulic fracture is not well known in hydrate sediment. In this study, the hydrate sediment samples are prepared,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analyz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breakdown pressure of hydrate sediment sample
and hydrate-ice sediment sample is much larger,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special stress-strain characteristics and water
permeability. When the strain of silty sediment is higher than 6%, the strength rises rapidly to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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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train hardening. It has a certain hindrance to the expansion of hydraulic tensile fractures. The silty sediment is
composed of small particle and characterized by poor permeability. It is diﬃcult for water to rapidly transfer pressure,
thereby increasing the breakdown pressure. In addit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elay eﬀect on the fracture propagation of
silty sediment sample, indicating that the fractures extend 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 of fluid pressure and thermal stress.
Extending the injection time contributes to heating and decomposing the hydr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pagation law of hydraulic fractures in hydrate sediment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fracturing techn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ydrate sediments.
Key words gas hydrate, hydraulic fracturing, fracture propagation, breakdown pressure, temperature

引 言

的方法主要包括降压法、供热法、抑制剂法、置换

天然气水合物是在低温高压条件下形成的一种
冰状晶体, 主要赋存于砂土和粉质黏土沉积层中, 富
含极其丰富的天然气, 1 m 的水合物沉积层能够释
放出 160∼200 m3 的天然气 [1-2] . 已探明的天然气水
3

法、固体法以及多种方法联合法, 这些方法普遍存在
传热速率低、水合物开采效率慢等特点 [15-17] . 张旭
辉等

[18]

提出了一种机械粉碎与加热联合的水合物

开采设想, 不仅避免了大量的固体颗粒举升带来的
能量损耗, 还可以通过固体颗粒回填降低了沉积层

合物沉积层绝大部分存在于海底, 少部分分布在陆

坍塌的风险. 与传统的方法相比, 这种方法克服了传

地的冻土层内和深水湖底 [3] . 研究发现, 天然气水合

统方法中传热慢、分解效率低等缺点, 适用于分布集

物分布广泛, 资源量高, 其储量相当于传统化石能源

中、丰度高、储量大、未固结的水合物沉积层中.

燃料的 2 倍左右, 是一种储量巨大的非常规天然气
资源 [4-5] . 我国分别在祁连山冻土层和南海沉积层取

水合物沉积层的渗流能力、扩大水合物的分解范围.

得了优质的水合物沉积物样品, 说明我国的水合物

俄罗斯学者提出水平井多级压裂技术依靠高压流体

储量丰富、丰都高、开采潜力巨大, 目前已经水合物

诱发人工裂缝, 可以改善地层的渗流通道, 在水合物

开采方面的研究列入国家重点研究规划

开采中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6]

. 天然气

水合物沉积物的开采方法的关键是大幅度提高

[19]

, 郑哲敏

[20]

提出了

水合物作为一种新型的清洁能源, 开采效率的提高

水合物沉积层水平井压裂面临的一系列工程科学问

对全球环境保护、缓解能源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7] .

题, 认为水力压裂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

天然气水合物具有广阔的勘探开发前景, 受到

面注入的压裂液往往温度高于地层, 与水合物沉积

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目前主要围绕水合物
开采方法、技术及工艺等方面开展研究 [8-9] . 与常规

层接触后, 促进水合物分解、释放天然气; 另一方面

的化石能源不同, 水合物的开采存在较大的特殊性,

触面积, 利于水合物大范围分解. 此外, 裂缝可作为

具体表现为开采条件特殊、分解需要热量大、地层

天然气的高速通道, 提高水合物气井的产量. 邵茹 [21]

稳定性低和天然气易泄漏

设计了一种双水平井多级压裂开采水合物的方案, 一

[10]

. 水合物赋存于高压、

压裂产生的裂缝可提高压裂液与水合物沉积层的接

低温的环境下, 需要通过供热或降压引起水合物分

口水平井作为压裂井, 另外一口作为采气井. 通过压

解从而获得天然气. 然而, 单纯依靠水合物沉积层自

裂井注入热流体促进水合物沉积层分解, 从采气井

身的热量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从外界输入大量的热

开采分解出的天然气. 祝道平等 [22] 提出将高能气体

量使得水合物充分分解 [11] . 水合物沉积物作为骨架

压裂技术应用于水合物开采的设想, 高压气体可作用

结构的一部分, 分解后会导致地层强度大幅度降低、

于地层上引起裂缝扩展, 提高地层的导流能力. 同时,

孔隙压力剧烈变化, 对井筒、地层的稳定性带来较
. 此外, 水合物沉积层往往处于未固结状

高温气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供热作用, 促进了水
合物的分解 [23-25] . 高能气体压裂技术可与传统的开

态、渗透性好, 释放出的天然气易沿着盖层的高渗通

采方法结合, 达到强化水合物开采效率的目的. 然而,

道发生窜流、泄漏. 水合物沉积层的这些特点为水合

将水力压裂技术应用于水合物开发尚处于理论研究

物的开采带来较大挑战,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天然气
水合物的高效开发 [13-14] . 目前, 适用于水合物开采

阶段, 其他配套的技术如工作液配方、井壁稳定、固

大威胁

[12]

井及排采技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6]

. 综合来看, 水

学

力压裂技术对改善地层渗流能力和扩大水合物的分
解范围都有重要作用, 是一种潜在的水合物高效开
采技术.
目前, 水力压裂技术已经广泛的应用于页岩油
气等非常规资源的开采中, 使得北美页岩油气进入
了大规模高效开发阶段. 该技术的成功应用与页岩
本身的特殊性有关. 我国南海粉质黏土质水合物沉
积物主要由黏土矿物、水合物和冰组成, 与页岩的矿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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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组成 (黏土矿物和脆性石英矿物) 具有一定的相似

水合物含量及冰对裂缝形态、破裂压力的影响.

1 实验样品、设备和步骤
1.1

试样制备
实验采用的粉质黏土取自南海水合物区, 颗

ratio of weight less than some size/%

的脆性较强, 有利于人工裂缝的起裂、扩展. 本文针
展研究, 并与砂土沉积层进行对比, 分析沉积物组成、

10-3

(a) ㊹䍘哿൏
(a) Silty clay

性. 尤其是水合物和冰含量较高, 使得水合物沉积物
对我国南海含水合物粉质黏土沉积层的成缝能力开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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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比重约为 2.7, 相对密度约 58%, 直径在 0.005∼

10-2
grain size/mm

10-3

(b) ㊹㓶⸲൏
(b) Fine sand

0.05 mm 范围的颗粒占比约为 80%, 颗粒级配曲线如

图 1(a) 所示. 粉细砂土比重约为 2.68, 相对密度为

图 1 颗粒级配曲线

54%, 直径在 0.005∼0.05 mm 范围的颗粒占比约 7.8%,

Fig. 1 Particle gradation curve

颗粒级配曲线如图 1(b) 所示. 相比而言, 粉质黏土的
颗粒直径较小, 处于几个微米到几十微米级别. 采用

表 1 样品参数

粉质黏土和粉细砂制备土样, 即为水合物赋存的沉

Table 1 Sample parameters

积物骨架, 基本物性参数如表 1 所示. 制备的土样直
径 × 高度约为 3.9 cm × 8 cm. 在制备土样过程中, 分
四层砸实, 可保证土样的均匀性. 甲烷水合物在粉质
黏土中合成时间长, 且饱和度难以控制. 而四氢呋喃
水合物在热力学性质方面与甲烷水合物具有很强的
相似性, 在不考虑开采产气的力学性质的研究中能够

Label
Sample 1#
Sample 2#
Sample 3#
Sample 11#
Sample 22#
Sample 33#

Diameter/ Length/ Dry
Hydrate
cm
cm mass/g saturation/%
3.91
8.2
63.7
0
silty sediment
3.92
8.1
73.1
86.6
3.89
8.0
82.6
86.4
sandy sediment 3.92
8.0
152.8
0
3.88
8.3
154.7
86.3
3.91
8.1
148.5
86.7
Property

相互模拟. 四氢呋喃水合物在大气压和温度 4◦ C 下
即可形成, 形成条件容易控制, 合成难度低. 因此, 本

影响. 沉积物骨架试样 (1#和 11#) 在自然条件下风干

文采用四氢呋喃水合物开展实验, 在降低实验难度

至质量不再变化, 即制备成功 (图 2(a)); 水合物沉积

的同时, 还可以反映出水合物沉积物的成缝特征 [27] .

物试样是在沉积物骨架试样中注入一定量的四氢呋

研究发现, 水合物沉积层具有非均质性强, 横向

喃 (质量分数为 19%), 保持温度 −9◦ C 下持续 48 h 以

变化大的特点, 且部分沉积层同时发育水合物和冰.

上, 即制备成功 (图 2(b)); 水合物 − 冰沉积物试样是

为了更好地反映水合物沉积层的特征, 本实验分别

在水合物沉积物基础上制备的, 将水合物沉积物试样

制备三种试样 (沉积物骨架试样、水合物沉积物试样

置于 0◦ C 的冰水混合物中, 并将环境温度降至 −9◦ C,

和水合物 − 冰沉积物试样), 并对比研究沉积物骨架

持续 5 d 以上, 直至样品表面冰层形成 (冰层厚度约

性质、水合物和冰饱和度对沉积层压裂裂缝延伸的

为 1 cm), 试样如图 2(c)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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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质黏土试样表现为应变硬化特征, 即随着应变增
大, 应力迅速上升. 此外, 应变硬化段分为两个阶段,
ice
layer

初期段粉质黏土试样表现为均匀变形, 应力升高较
快; 后期段粉质黏土试样表现为局部变形, 应力的升
高趋势开始放缓. 根据库伦莫尔圆可知, 随着围压的
增大, 含水合物的粉质黏土试样强度逐渐增大, 内聚
力和内摩擦角分别为 0.3 MPa 和 2.21◦ .

(a) ⊹〟⢙僘ᷦ䈅ṧ (b) ≤ਸ⢙⊹〟⢙䈅ṧ (c) ≤ਸ⢙ߠ⊹〟⢙䈅ṧ
(a) Sediment skeleton (b) Hydrate deposit
(c) Hydrate-ice deposit
sample
sample
sample

砂土水合物平均饱和度约为 85.3%. 图 4 为粉
细砂土的应力 − 应变曲线和莫尔圆

[29]

. 可以看出

图 2 水合物沉积层试样示意图

粉细砂土水合物沉积物表现为塑性破坏; 随着围压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hydrate deposit sample

的增大, 试样强度逐渐增大. 水合物平均饱和度为
85.3%时, 内聚力和内摩擦角分别为 3.1 MPa 和 12.4◦ .

1.2

试样的基本力学性质
14
12

黏土的应力 − 应变曲线, 可以看出应力随着应变的增

10

大呈现三台阶式的增长, 曲线具有明显的三段式特
征: 弹性变形段、塑性变形段及应变硬化段

[28]

. 当应

变低于 15%时, 含水合物的粉质黏土试样表现为线

stress/MPa

粉质黏土的水合物饱和度约 90%. 图 3 为粉质

8
2.5 MPa
5 MPa
10 MPa

6
4

弹性特征; 当应变在 2%∼6%范围内, 含水合物的粉

2

质黏土试样表现为塑性变形特征, 即应力基本不变,

0
0

应变由 2%增大到 6%; 当应变高于 6%时, 含水合物的

2

4

6
8
10
axial strain/%

12

10

20
normal stress/MPa

30

14

16

15

1.4
shear stress/MPa

1.2

stress/MPa

1.0
0.8
0.6
2.5 MPa
5 MPa
10 MPa

0.4
0.2

10

5

0

0

0.0
0

2

4

6
8
10
axial strain/%

12

14

16

图 4 粉细砂土的应力−应变曲线和摩尔圆 [29]
Fig. 4 Stress-strain curve and molar circle of fine sand

2.0

shear stress/MPa

40

[28]

1.3 试验设备及步骤

1.5

图 5 所示为水合物沉积层水力成缝装置示意图,

1.0

是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原有高压三轴仪器基础
上改装而成, 实验设备包括: ISCO 泵 (0∼40 MPa), 压

0.5

力表, 阀门, 套管、低温室等. 低温室可保证实验处
0.0

0

2

4
6
normal stress/MPa

图 3 粉质黏土的应力应变曲线和摩尔圆

8

10

于环境温度在 −9◦ C 下, 避免水合物分解和冰融化;
ISCO 泵用于向试样内注入高压流体进行水力压裂;

[28]

Fig. 3 Stress-strain curve and molar circle of silty clay[28]

压力表记录注入压力随着时间的变化; 套管用于连
接高压管线和试样, 在套管外壁与圆孔内壁间用环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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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树脂封固; 高速摄影用于拍摄样品表面裂缝扩展

裂缝. 然而, 试样压后产生三条裂缝: 两条垂直裂缝

动态.

和一条水平裂缝. 两条垂直裂缝的缝面与样品端面
垂直, 呈 180◦ 对称分布, 长度约为样品长度的一半,
缝宽约为 1 mm (图 6(a) 和图 6(b)). 水平裂缝的缝面
与样品端面平行, 长度约为样品周长 1/4, 缝宽约为

valve

1 mm (图 6(c)). 此外, 流体主要从裂缝内流出, 且裂缝

casing
ISCO pump
hole

附近没有形成明显的渗透区, 说明粉质黏土沉积物
的渗透率较低.

5 cm

sample
1 cm

pressure gauge
low temperature lab

high speed photography
图 5 水合物沉积层水力成缝试验装置示意图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hydraulic fracturing test

fracture

fracture

device for hydrate deposit layer

水合物沉积层水力成缝实验步骤如下:
(1) 取粉质黏土和砂土, 分别制备沉积物骨架试
(a)

样、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和水合物 − 冰沉积物试样. 并

(b)

在试样钻 5 cm 深的小孔, 直径约为 1 cm.
(2) 打开温控设备, 确保环境温度在 −4◦ C 以下,

将制备好的样品放置于样品架上; 把圆管置于圆孔
内, 保持圆管插入深度约 4 cm, 在圆管下部流出 1 cm
的空间 (图 5);

fracture

(3) 按照质量比 3:1 将环氧树脂和固化剂混合均

匀, 注入到圆管外壁与圆孔内壁的间隙, 保持 10 h 以
上, 直到环氧树脂和固化剂完全固化;
(4) 将圆管连接到高压管线上, 打开阀门, 启动
ISCO 泵, 开始注入高压流体 (室温 25◦ C). 逐渐提高

(c)
图 6 粉质黏土沉积物骨架试样 (sample 1#) 压裂裂缝形态
Fig. 6 Fracture morphology of silty clay sediment skeleton

泵入压力, 直到试样表面出现裂缝, 压力迅速下降, 即

sample (sample 1#)

可停止实验.
(5) 取下样品, 观察水力裂缝的形态特点 (位置、

方向、条数等); 并将压力表记录的数据拷贝至电脑,
绘制注入压力随着时间的变化曲线.

2 实验结果分析
2.1
2.1.1

沉积物骨架试样成缝特征
粉质黏土沉积物骨架试样

粉质黏土沉积物骨架试样压裂时, 垂直裂缝与
水平裂缝同步扩展, 说明水力裂缝的扩展方向性较
差. 这与粉质黏土沉积物骨架渗透性较低有关. 在流
体压力作用下, 流体进入粉质黏土沉积物骨架内. 由
于粉质黏土沉积物渗透率较低, 注入的流体在局部
形成高压. 裂缝扩展的阻碍作用影响较小, 因此压裂
裂缝处于自由扩展的状态, 不具有明显的方向性. 当
流体压力超过样品的抗拉强度时, 就产生了垂直拉
伸裂缝和水平拉伸裂缝.

打开阀门, 将流体注入粉质黏土沉积物骨架试样
中, 裂缝迅速扩展, 裂缝形态如图 6 所示. 理论上, 试

2.1.2

砂土沉积物骨架试样

样的长度是直径的 2 倍, 裂缝水平向扩展的阻力要

流体注入砂土沉积物骨架试样中, 引起水力裂

明显低于垂直向的扩展, 试样压裂倾向于形成水平

缝扩展, 裂缝形态如图 7 所示. 压裂形成的裂缝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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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缝, 该裂缝平行于样品端面, 呈半圆形分布, 长度

裂缝延伸的压力, 即为破裂压力. 由于样品尺寸比较

约为样品周长的 3/4, 裂缝宽度约为 1∼8 mm. 在水平

小, 裂缝形成后迅速扩展至边界, 因此在压裂压力曲

裂缝附近形成了宽度约为 3 cm 的流体渗透区, 说明

线上看不到裂缝延伸段. 粉质黏土沉积物骨架的破

砂土沉积物骨架的渗透率明显高于粉质黏土沉积物

裂压力约为 7.2 kPa, 裂缝开始扩展的时间为 9 s. 砂

骨架. 此外, 人工将样品掰开后, 发现裂缝面基本处

土质沉积物骨架的破裂压力约为 5.13 kPa, 裂缝开始

于同一平面内, 然而裂缝表面不光滑, 粗糙度较高, 呈

扩展的时间为 8 s. 相比而言, 粉质黏土沉积物骨架具

现锯齿形.

有较高的破裂压力. 这与砂土沉积物渗透率较高, 吸
水后胶结强度明显下降有关.
9

fracture

fracture

(a)

(b)

injection pressure/kPa

8
7
6
5
4

silty sediment

3

sandy sediment

2
1
0

0

2

4
6
injection time/s

8

10

fracture
图 8 粉质黏土和砂土沉积物骨架试样压裂压力曲线
Fig. 8 Fracturing pressure curve of skeleton samples of
silty clay and sand sediment

2.2 水合物沉积物试样成缝特征
2.2.1

粉质黏土水合物沉积物试样
与粉质黏土沉积物骨架压裂不同, 高压流体

(c)
图 7 砂土沉积物骨架试样 (sample 11#) 压裂裂缝形态
Fig. 7 Fracture morphology of sand sediment sample (sample 11#)

(5 MPa) 注入粉质黏土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后, 样品表

面无明显变化; 将流体压力提高至 40 MPa, 仍没有观
察到裂缝扩展的现象. 保持 40 MPa 压力, 采用高速

相比粉质黏土沉积物, 砂土沉积物骨架的胶结

摄影机持续观察样品表面变化. 注入时间约 174 s 时,

强度和渗透率较高. 在相同流体压力下, 流体迅速渗

流体瞬间喷出, 呈 180◦ 对称形成两条水柱, 喷射时间

流进入孔隙中, 降低了缝内压力. 由于砂土沉积物骨

持续约 1 s, 并产生一条水平裂缝 (图 9). 此外, 水平

架的胶结强度高, 裂缝扩展的阻力效应逐渐显现出

裂缝平行于样品端面, 几乎完全贯穿整个样品横截

来. 裂缝水平向扩展的阻力要明显低于垂直向的扩

面, 裂缝宽度约为 0.5∼1 mm . 人工将样品掰开后, 发

展, 因此流体在试样内产生垂直于上下端面方向的

现裂缝表面较为平整, 基本处于同一平面上, 无明显

拉应力, 当拉应力超过样品的抗拉强度时, 水平裂缝

转向作用, 结果如图 10 所示.

就形成了.
2.1.3

注入压力特征

相比粉质黏土沉积物骨架而言, 粉质黏土水合
物沉积物的孔隙被水合物占据, 提高了试样的胶结
强度、脆性和成缝能力, 裂缝扩展具有明显的方向

图 8 为沉积物骨架试样注入压力随着注入时间

性. 此外, 水合物赋存于孔隙, 大幅度降低了粉质黏

的变化. 随着注入时间的延长, 注入压力逐渐增大.

土水合物沉积物的渗透率. 由于渗透性极低, 注入

初期压力增速较慢, 后期增速逐渐加快, 最终达到最

的流体只能局限在注入点附近, 难以诱发裂缝扩展.

大压力, 之后压力迅速下降至零. 最大压力点是初始

随着注入流体与样品长时间接触, 注入点附近水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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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分解, 局部渗透性提高, 胶结强度下降, 导致裂
缝瞬间扩展, 最终形成水平的拉伸裂缝. 可见, 粉质
黏土水合物沉积物的裂缝在流体压力和热应力联合
作用下才发生扩展, 具有明显的延迟效应.
water column

2.2.2

砂土水合物沉积物试样
流体注入砂土水合物沉积物试样, 引起裂缝扩

展, 裂缝形态如图 11 所示. 压裂形成的裂缝为三条
2:54.37

垂直裂缝 (相隔 90◦ 左右) 和多条微裂缝, 呈现出裂缝

2:54.45

网络形态. 该裂缝垂直于样品端面, 长度约为试样长
度的 1/3, 裂缝宽度约为 0.8∼1.2 cm. 压裂过程中, 流
体与砂土的混合物从三条垂直裂缝中流出. 多条微
裂缝中并没有发现流体流动.

water column

2:55.21

fracture
图 9 粉质黏土水合物沉积物试样裂缝扩展动态
Fig. 9 Dynamics of fracture propagation in silty clay
hydrate sediment samples

(a)

(b)

图 11 砂土水合物沉积物试样 (sample 22#) 压裂裂缝形态
Fig. 11 Fracture morphology of sand hydrate deposit
fracture

sample (sample 22#)
fracture

砂土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在低温制备过程中, 由
于水合物膨胀产生了大量的微裂缝. 当流体在高压
作用下注入试样中, 迅速进入微裂缝中, 诱发微裂缝
张开、连接和贯穿, 最终形成网络结构, 可大幅度改

(a)

(b)

善砂土水合物沉积层的导流能力. 然而, 由于砂土水
合物沉积物的砂粒容易剥落, 与流体混合后, 形成固
液两相流动, 易堵塞裂缝, 导致井底大范围出砂, 对
甲烷的产出带来不利影响.
2.2.3

注入压力特征
图 12 为水合物沉积物试样注入压力随着注入时

间的变化. 对于砂土水合物沉积物而言, 注入压力随
(c)

图 10 粉质黏土水合物沉积物试样 (sample 2#) 压裂裂缝形态
Fig. 10 Fracture morphology of silty clay hydrate sediment
sample (sample 2#)

着时间迅速增大, 达到破裂压力后, 压力迅速下降至
0. 破裂压力约为 4.272 MPa, 高于砂土沉积物骨架的

破裂压力 (5.13 kPa). 可见, 水合物的存在提高了沉积
物的胶结强度,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破裂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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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粉质黏土和砂土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压裂压力曲线
Fig. 12 Fracturing pressure curve of silty clay and sand
hydrate sediment samples

粉质黏土水合物沉积物试样的压力曲线具有明
显的三段式特征. 初期段, 注入压力随着时间迅速增
大, 达到 40 MPa 后, 试样内没有出现微裂缝. 中期段,
注入压力处于恒定状态, 约为 40 MPa, 说明试样渗透
率极低, 流体几乎不发生渗流, 从而保持压力一定稳
定. 后期段, 水合物逐渐分解, 水平裂缝迅速贯穿试
样横截面, 而注入压力迅速下降至零. 根据压力曲线

(c)
图 13 粉质黏土水合物冰沉积物试样 (sample 3#) 压裂裂缝形态

可以推测, 粉质黏土水合物沉积层压力过程中, 极有

Fig. 13 Fracture morphology of silty clay hydrate sediment

可能产生较高的施工压力. 适当延长注入时间, 保持

sample (sample 3#)

流体与沉积层充分接触, 会起到加热水合物沉积层
和引起水合物分解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破
裂压力. 经过多次实验, 粉质黏土水合物沉积物试样
的破裂压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大约为 10∼40 MPa.
这可能与粉质黏土沉积物复杂的微观非均质性有关,
低压力传递能力易形成局部高压. 此外, 水合物形成
对孔隙结构的影响可能具有一定随机性, 进而导致不
同的破裂压力, 其微观控制机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3
2.3.1

水合物冰沉积物试样成缝特征
粉质黏土水合物 − 冰沉积物试样

从图 13(a) 和图 13(b) 可以看出, 冰层非均质性
较强, 广泛发育弱面、孔洞等等, 这是水裂缝发生转
向的主要原因. 由于水合物沉积物表面覆盖冰层, 极
大地提高了整体的胶结强度. 冰层的脆性指数较高,
可以提高水合物沉积物的成缝能力. 水合物与冰同
时存在, 倾向于产生复杂裂缝.
2.3.2

砂土水合物 − 冰沉积物试样
砂土和粉质黏土水合物 − 冰沉积物试样压裂形

态特征基本一致, 结果如图 14 所示. 压裂形成的裂缝
整体呈现水平形态, 局部区域出现分叉裂缝. 裂缝面

水合物 − 冰沉积物试样是在水合物沉积物外表

不平直, 转向特征明显. 水平缝基本上贯穿了整个试

覆盖 1 cm 厚的冰层, 用于模拟地质特征极其复杂的

样, 缝长约等于试样周长. 与不含冰层的砂土水合物

水合物沉积层. 流体注入粉质黏土水合物 − 冰沉积物

沉积物试样相比, 裂缝扩展具有较好的方向性, 倾向

试样后, 裂缝迅速扩展, 裂缝形态如图 13 所示. 压裂

于形成单一的水平裂缝, 不利于裂缝网络的形成. 这

形成的裂缝整体呈现为一条水平缝, 然而裂缝面并

是由于冰层的存在,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水合物膨胀,

不平直, 存在较大程度的转向 (图 13(b)). 水平裂缝几

影响了微裂缝的形成. 总的来看, 砂土和粉质黏土水

乎完全贯穿整个试样, 裂缝长度约等于试样周长. 裂

合物 − 冰沉积物试样压裂形态特征主要取决于冰层

缝处于闭合状态, 缝宽小于 1 mm.

的强度和非均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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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扩展的时间为 18 s. 砂土水合物 − 冰沉积物试样
的破裂压力约为 21.4 MPa, 裂缝开始扩展的时间为
16 s. 相比而言, 粉质黏土水合物 − 冰沉积物试样具有

较高的破裂压力. 事实上, 两者之间的破裂压力差别
fracture

不大, 且压裂压力曲线形态有很大相似性. 说明当冰
层存在时, 压裂特征主要取决于冰层的性质, 而沉积
物骨架的性质影响较小.
fracture

2.4 骨架、水合物及水合物冰沉积物试样成缝试验
(a)

结果对比

(b)

本文中土骨架试样成分为粉质黏土和粉细砂土,
水合物沉积物试样由四氢呋喃水合物与土骨架组成,
水合物 − 冰沉积物试样由四氢呋喃水合物、冰层和
土骨架. 表 2 给出了不同土质的沉积物骨架试样、水
合物沉积物试样和水合物 − 冰沉积物试样的强度及
成缝能力参数. 其中, 由于水合物 − 冰沉积物试样难
以开展高压三轴力学实验, 无法测量强度参数. 考虑
到水合物 − 冰沉积物与与冰、冰沉积物有相似性, 本
文分别采用河冰和冰沉积物的强度参数来代替粉质
(c)

黏土和粉细砂土水合物 − 冰沉积物试样的强度参数,

图 14 砂土水合物冰沉积物试样 (sample 33#) 压裂裂缝形态

作为定性分析的依据.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Fig. 14 Fracture morphology of sand hydrate-ice sediment

(1) 含水合物的沉积物比不含水合物的骨架的内

sample (sample 33#)

聚力高了几倍以上, 水合物与骨架粘结, 使得颗粒间

注入压力特征

2.3.3

得胶结强度提高. 水合物的存在提高了粉质黏土的

图 15 为粉质黏土和砂土水合物 − 冰沉积物试样
压裂压力曲线. 随着注入时间的延长, 注入压力逐渐
增大. 初期压力增速较慢, 后期增速逐渐加快, 最终
达到最大压力, 之后压力迅速下降至零. 粉质黏土水

injection pressure/MPa

合物 − 冰沉积物试样的破裂压力约为 25.2 MPa, 裂缝

内摩擦角, 但是降低了粉细砂土的内摩擦角. 可见,
水合物没有改善颗粒表面的粗糙度和滑动摩擦, 与
内摩擦角没有必然关系.
(2) 对于相同土质的沉积物而言, 水合物 − 冰沉

积物的破裂压力最高, 水合物沉积物次之, 沉积物骨
架最低. 从总体趋势来看, 破裂压力与内聚力呈正相

30

关关系. 高内聚力的沉积物具有较高的颗粒间胶结

25

强度,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拉伸裂缝的扩展, 从而提
高了破裂压力.

20

silty sediment
sandy sediment

15

(3) 对于不同土质的沉积物而言, 粉质黏土沉积

物的破裂压力总体高于砂土沉积物. 这与粉质黏土

10

沉积物特殊的应力 − 应变和低渗透特征有关. 当粉质

5

黏土沉积物应变高于 6%时, 粉质黏土试样强度迅速
上升, 呈现应变强化的特征, 对水力拉伸裂缝的扩展

0
0

5

10
injection time/s

15

图 15 粉质黏土和砂土水合物冰沉积物试样压裂压力曲线
Fig. 15 Fracturing pressure curve of silty clay and sand
hydrate-ice sediment sample

20

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此外, 粉质黏土沉积物颗粒粒
径小, 渗透性差, 使得水力难以通过渗透作用迅速传
递压力, 从而提高了沉积层的破裂压力.
(4) 水合物和冰的存在提高了沉积物的成缝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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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试样的强度参数及成缝特征
Table 2 Strength parameters and hydraulic fracture characteristics
Sample
sediment skeleton

hydrate sediment

hydrate-ice sediment

Component

Cohesion/MPa

Friction angle/(◦ )

silty

0.04

sandy

0

Breakdown pressure/MPa

Fracture shape

0.5

0.0072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33

0.00513

horizontal
horizontal

silty

0.3

2.21

40c

sandy

3.1

12.4

4.272

complex

silty

0.93a

52a

25.2

horizontaland twist

sandy

2.85b

9.6b

21.4

horizontaland twist

注: a 在恒温 −24◦ C 条件下, 测得河冰的内聚力和内摩擦角 [39] ; b 冰饱和度为 85%条件下, 测得的冰沉积物的内聚力
和内摩擦角 (冰沉积物合成条件: 温度 −9◦ C 和压力 2.5 MPa) [30] ; c 多次实验结果显示, 粉质黏土水合物沉积物试样
的破裂压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大约 10∼40 MPa), 这很大程度上与粉质黏土沉积物的特殊微观结构有关.

力. 此外, 裂缝受冰层非均质性影响, 扩展过程中会

裂特征, 沉积物骨架破裂压力较低, 水合物和冰层的

出现转向, 容易出现复杂裂缝. 相比砂土沉积物而言,

存在能够提高破裂压力. 尤其是当冰层存在时, 压裂

粉质黏土沉积物在水力作用下裂缝扩展方向性较好,

特征主要取决于冰层的性质, 而沉积物的骨架性质

成缝能力强. 而砂土沉积物在水力作用下, 颗粒容易

影响较小. 裂缝受冰层非均质性影响, 扩展过程中会

脱落, 进而发生 “流土” 现象, 不利于裂缝的形成.

出现转向, 容易出现复杂裂缝.

通过以上对比研究可以看出, 土质、水合物和冰

(2) 粉质黏土和砂土沉积层的压裂裂缝形态存在

饱和度对沉积层的力学强度及成缝能力参数所起的

较大不同. 对于沉积物骨架试样而言, 粉质黏土沉积

作用差别很大. 此外, 水力成缝能力不仅仅取决于力

物骨架同时产生垂直裂缝和水平裂缝, 而砂土沉积

学强度, 还与沉积物本身的渗透性和传热性有关. 本

物骨架产生了水平裂缝; 对于水合物沉积物试样而

文的压裂实验是在无围压条件下开展的, 并不能完

言, 粉质黏土水合物沉积物形成了水平裂缝, 而砂土

全反映实际地层的裂缝扩展规律. 在常规三轴和真

水合物沉积物产生了缝网; 对于水合物 − 冰沉积物试

三轴条件下, 裂缝的破裂压力会明显提高, 裂缝扩展

样, 两者都形成了水平裂缝, 且呈现出明显的转向特

方向很大程度上会与最小主应力的方向垂直. 在以

征, 裂缝复杂度较高.

后的研究中, 需要深化围压条件下的水合物沉积层
裂缝扩展方面的研究.

(3) 水合物沉积物地层压裂过程中, 裂缝在流体

压力和热应力联合作用发生扩展, 具有明显延迟效

综合来看, 虽然水合物沉积层与页岩地层具有

应. 适当延长注入时间, 保持流体与沉积层充分接触,

一定相似性, 但是裂缝扩展机理存在较大不同. 水合

会起到加热水合物沉积层和引起水合物分解的作用,

物沉积层的水力裂缝在温度场、应力场、化学场和

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破裂压力.

渗流场共同作用下扩展, 同时伴随着水合物的相变
和孔隙结构的剧烈变化. 因此, 传统的水力压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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